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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鸡店刷卡量激增
很多韩国本土球迷在炸鸡店观看了

韩国队与瑞典队的首场比赛。韩国最
大的发卡机构新韩卡公司提供的数据
显示，比赛当天，韩国的炸鸡店从当地
时间晚上 6点到次日凌晨的刷卡量增加
了 133.7％ ，比 萨 店 的 刷 卡 量 增 加 了
127.6％，就连外卖应用软件的刷卡量也
增加了 48.1％。

凑份子雇飞机
丹麦队队员集体凑份子雇了一架私

人飞机让队友乔·克努德森飞回家探望
刚刚出生的宝宝。效力于伊普斯维奇
俱乐部的后防大将在球队周日 1 比 0 击
败秘鲁队后乘飞机回家，并在 24小时后
返回俄罗斯。

“我们首先是普通人，然后才是足
球运动员，我自己也是父亲。”丹麦队守
门员舒梅切尔解释道，“我们想做点什
么，全队就竭尽所能地让他回家陪陪家
人。”

“摩洛哥式”慷慨
在与葡萄牙队的比赛中，摩洛哥中

场诺·阿姆拉巴特向本方替补席示意想
喝点水。在接过一瓶水后，他看到场边
的助理裁判满眼羡慕地看着他，阿姆拉

巴特慷慨地与之分享，边裁迟疑了一下
后开心地接受了。

信号不稳定
澳大利亚球迷在收看世界杯比赛时

很闹心，因为澳大利亚奥普图斯通信公
司在直播比赛时连续几日出现延时、中
断等技术故障。

球迷的愤怒使得澳大利亚总理也出
面介入，他在推特上表示，已经就此事
和奥普图斯公司首席执行官通话。澳
大利亚 SBS 电视台介入其中，将免费播
出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奥普图斯公司则
正在尽力解决问题。

“我吃的东西类型很杂”
“当然，有些关系处得更好的球员

会坐在一起，这很正常。我有时候会换
个桌子跟不同的人一起吃饭，因为我是
个多变的人，我吃的东西类型很杂。球
队里有没有小团体或者分派系？这可
没有。我之前可是见识过的。”

“2012 年，多特蒙德队员和拜仁队
员之间有些不睦，双方看着彼此都有些
猜忌，我们当时没有达到最好的团队效
果，但是现在可是完全不同了。”

——在被问及德国队内是否分派系
时，托马斯·穆勒如是说。 据新华社电

巴西足协 20 日对外表示，国际足联
驳回了巴西队提出的申诉，认定 VAR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的使用在巴西队与
瑞士队的世界杯小组赛中不存在问题。

17日的比赛，巴西队被瑞士队 1比 1
逼平。巴西队认为该场比赛存在两处误
判，一处为瑞士队扳平比分过程中，祖贝
尔将巴西队米兰达推开，裁判没有判罚；
另一处为第 73 分钟，巴西队前锋加·热
苏斯禁区内与瑞士球员身体接触后倒
地，裁判拒绝判罚点球和回看视频。

巴西足协表示，国际足联没有针对上
述两次判罚特别说明，重申了VAR系统只
能用来纠正裁判团队的明显误判。此外，
国际足联拒绝提供该场比赛中裁判间沟
通的录音，并称不公开这类音频文件是在
世界杯开赛之前就做出的决定。

尽管如此，巴西足协仍对媒体表示，
该场比赛中存在本可通过 VAR 系统避
免的误判，与国际足联保持公开对话将
有 助 于 在 未 来 的 比 赛 中 进 一 步 改 进
VAR系统的使用。 据新华社电

北京时间 6 月 22 日 20 时，2018 世界
杯 E 组第二轮，巴西在圣彼得堡克雷斯
托夫斯基体育场对阵哥斯达黎加。

世界杯首战巴西队 1 比 1 被瑞士逼
平，而哥斯达黎加则 0 比 1 不敌塞尔维
亚，对两支球队来说这场必须都要尽全
力拿到三分。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在 2015
年的一场友谊赛上有过交锋，当时巴西
1比 0小胜，浩克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这
场比赛浩克不在，内马尔能带领桑巴军
团拿到想要的三分吗？

与哥斯达黎加的比赛，巴西队可能
将面临更强硬的防守，媒体预测蒂特可
能会派上在中超北京国安效力的奥古斯
托来加强中场的肌肉力量，弗雷德也有
机会先发，而前场 3人则是库蒂尼奥、热
苏斯和内马尔，威廉的位置将被拿掉。

在与瑞士的比赛中内马尔被多次踢
倒，赛后他也晒出了自己理疗的图片，人

们都对他的伤势感到担心。但巴西足协
赛前透露内马尔已经恢复了训练，剪掉

“方便面”发型的内少可以出战与哥斯达
黎加的比赛，这对巴西来说是一大利好。

巴西王牌在与瑞士比赛中成为重点
盯防对象，多次被放倒的内少也没能拿
出令人信服的发挥；哥斯达黎加这边则
要倚仗 32 岁的鲁伊兹，他是这支球队中
进球最多的球员，哥斯达黎加必须要争
取拿到胜利，鲁伊兹也需要在进攻中拿
出更好的表现。

目前内马尔在巴西国家队打
进了 55 球，与罗马里奥并
列第 3 位，如果能在与哥斯
达 黎 加 的 比 赛 中 取 得
进球，内马尔就将超越
独狼，他身前将只剩下
罗纳尔多和贝利。

据腾讯体育报道

北京时间 6月 23日凌晨 2时，2018世界
杯E组第二轮，塞尔维亚在加里宁格勒体育
场对阵瑞士队。

小组赛首战瑞士逼平夺冠热门巴西，
拿到宝贵 1分，而塞尔维亚则凭借科拉罗夫
的金左脚击败哥斯达黎加全取 3 分。本场
比赛瑞士的战意可能更强，他们希望能击
败塞尔维亚占据出线的主动权。目前，瑞
士世界排名高居第 7，与巴西的比赛展现出
了他们防守端的实力，与塞尔维亚的比赛
他们需要用进球来拿到 3分。

塞尔维亚与瑞士的比赛将在加里宁格
勒体育场举行，塞尔维亚的大本营距加里
宁格勒只有 40 公里，他们在首场比赛收获
了大量俄罗斯球迷的支持，相信这场比赛
他们也会继续拥有“半个主场”的优势。

与哥斯达黎加的比赛，第 5次为塞尔维
亚出战的米林科维奇展现出巨星风采，他
在前场创造出了几次好机会，但可惜最后
临门一脚把握不好；瑞士这边则要倚仗沙
奇里的发挥，“瑞士梅西”是这支钟表军团
进球最多的球员，他的一脚远射极具威胁。

与哥斯达黎加的比赛，刚刚转会到广
州富力的托西奇表现出色，他的几次奋不
顾身的解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塞
尔维亚防线中坚，与瑞士的比赛他将继续
被委以重任。瑞士在锋线上有冲击力极强
的恩博洛和塞费罗维奇，托西奇面临的挑
战不小。 据腾讯体育报道

“破产了，天台见。”世界杯开赛以
来，不少人的朋友圈转发了这样看似
调侃的话语。但在这调侃的背后，真
实的赌球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有人因
身负巨额赌债，把好好的世界杯变成
了“世界悲”。

一些人认为，世界杯期间蹭个热度，
看球赌一把没什么。但此风不可长，从

“小彩头”开始，不论输赢，都难以收手，
期待着赢更多或是翻本，到“加码期”深
陷其中，大手笔投入，不可自拔。

赌博危害大，切记莫沾染。如此不
仅违法，而且参赌者很容易落入陷阱。
随着众多赌客参与以及投注金额增加，
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任何事情皆有可能
发生。如今不少足球赌博被犯罪分子
所操纵，无论以什么方式参与，最终都
是输家。

世界杯，本该是球迷们高兴的日
子，绿茵场外的这些“毒草”绝不能任其
蔓延，不能让“天台见”这样的悲剧再度
发生。 据新华社电

知名连锁快餐企业“汉堡王”俄罗
斯分公司打出广告，鼓励俄罗斯女性
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与参赛球员“造
人”，引发众怒。这家快餐连锁巨头 20
日致歉。

涉事广告 19 日刊登在俄罗斯“汉
堡王”社交媒体账号。广告承诺，如果
这一世界杯主办国女性得以与参赛球
员“造人”，将获得 300 万卢布（约合 31
万元人民币）奖金，还可终身免费吃

“汉堡王”招牌“华堡”。
广告语写道：“得到最佳足球基因

的女性，将推动俄罗斯球队今后几代
人的成功。”

批评人士指责这则广告涉及性别
歧视、贬低女性身份。面对公众愤怒，

俄罗斯“汉堡王”撤掉广告并在俄社交
媒体 VK 致歉，承认这一活动“有辱”女
性，已删除所有相关资料。

“汉堡王”总公司 20日在给美联社
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我们就俄罗斯团
队在网上发布的带有明显冒犯性质的
广告道歉”，这则广告没有“反映我们
的品牌和价值观，我们将采取措施，确
保这类行为不再发生”。

本月早些时候，俄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家庭、妇女和儿童委员会主席塔
玛拉·普列特尼奥娃接受“莫斯科之
声”电台采访时呼吁，俄罗斯女性不要
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与外国人发生性
关系，而应与本国男性结婚生子，以

“建立良好家庭”。 据新华社电

巴西VS哥斯达黎加

桑巴军团迎来生死战
今日20时CCTV5直播

塞尔维亚VS瑞士

瑞士誓取三分
23日2时 CCTV5、CCTV1直播

国际足联驳回巴西申诉
与瑞士一役VAR使用无问题

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小故事
俄罗斯世界杯已经开幕一周，超

级巨星和各支球队的精彩表现让球
迷们的情绪随之起伏，但赛场内外也
有一些或温情或有趣的小故事。

“汉堡王”为争议广告致歉

好好看球，别赌！


